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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墾丁國家公園為我國第一座國家公園，也是唯一兼含陸地與海域
部份的國家公園。本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本島的最南端，三面環海，海
域面積達14,900公頃，由於海域的水溫適宜、水質清澈，又有充足的
日照，環境條件適合珊瑚類的生長，因此本海域也是台灣本島珊瑚類
生長最盛，珊瑚礁發育最佳的地區。
    珊瑚特殊的生物機能，使它們能有效地堆積石灰質骨骼，並經長
時期的累積而形成大規模的珊瑚礁；這些原來生長在海底的珊瑚礁，
由於地殼板塊的運動，隨著台灣本島的上升而逐漸露出水面，形成今
日在國家公園內分佈廣泛，由山頂一直延續到海底的珊瑚礁。昔日滄
海變桑田，墾丁國家公園由海底上升成為陸地的過程，就是明顯地刻
劃在海洋生物的遺跡-珊瑚礁上面。珊瑚礁不但是本國家公園海域生
態系的基本架構，它們也在沿岸和陸地上構成嶙峋奇特的地形景觀，
孕育了獨具風格的熱帶植物群聚。因此，若稱本國家公園就是珊瑚礁
公園，是十分恰當的。
    珊瑚礁是生物作用所堆積的地形構造，建造這種構造的生物，主
要就是珊瑚了。最近數年來，本國家公園海域珊瑚資源的保育，雖然
，廣為各界所關注與談論，但是對珊瑚的生物特性和生態功能，具有
正確認知者，卻頗為罕見。
    本處有鑑於此，特別委託從事本海域珊瑚分類與生態研究有年的
戴昌鳳先生編寫此書，期望經由圖文並茂的解說，引領讀者建立對珊
瑚與珊瑚礁的正確認知，從而提昇社會大眾對自然資源的鑑賞能力，
以培養愛護自然資源的胸懷，而達到資源保育的目的。



內政部
營建署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謹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

    本手冊首先介紹珊瑚的生物特性及珊瑚礁的形成過程，並由本國
家公園海洋環境的特徵，說明珊瑚礁的形成歷史與分佈情形，進而由
珊瑚礁生態系的整合觀念，說明它的經濟價值和保育措施；最後介紹
墾丁國家公園常見的珊瑚，文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石珊瑚、軟珊瑚、
柳珊瑚和水螅珊瑚，共六十二種，以圖文對照方式，將其形態特徵、
生活環境和地理分佈，逐一說明，並提出中文名、英文俗名和學名，
以資參考。文末並附錄有墾丁國家公園珊瑚類的種名目錄及有關珊瑚
與珊瑚礁的參考文獻，以提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研習的參考。
    墾丁國家公園得天獨厚，具有溫暖而潔澈的海水，珊瑚長久以來
，就在此繁衍滋長，它們不但是海域生態系的主角，其長期積累的造
礁功能，也創造了沿岸和陸地上的景觀資源。然而，近年來由於旅遊
人口的增加，水域活動的日漸風行和沿岸的大興土木等，都對珊瑚礁
生態系帶來前所未有以及日益增多的壓力，這些人為的活動，若不予
以妥善的管理，很可能破壞海域生態系的平衡，造成難以復原的傷害
，為了維護珊瑚的生生不息和珊瑚礁的蓬勃發展，亟須社會大眾的共
同維護；讓我們共同為保有潔淨的海洋環境而努力，就讓珊瑚像在過
去為我們的國家公園創造了許許多多美麗的景觀一樣，也讓它們為我
們的後世子孫創造更多綺麗的景緻。



墾丁國家公園的珊瑚與珊瑚礁

前    言

    墾丁國家公園富山海之勝，這裡的山是磷峋奇特的山，海是碧藍
浩瀚的海，山和海相互輝映，構成一幅幅美麗的勝景；然而，它們並
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有著非常親密的關係，將此山和海相連成一體
的，就是一群鮮艷美麗，但卻鮮為人知的動物-珊瑚。
    如果用「滄海桑田」來形容墾丁國家公園的過去和現在，那是最恰
當不過的了；從前曾經是汪洋一片的海底，在經過長期的地質作用後，
如今已成為林木蔥翠的山林或綠草如茵的草原了；這個由海底上升成為
陸地的過程，就是明顯地刻劃在珊瑚及它們所建造的珊瑚礁上面。

墾丁國家公園兼具山海之勝，自山頂至海底，分佈廣泛的珊瑚礁，記載著
國家公園由海底上升成為陸地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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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您認識與否，您一定聽過「珊瑚」這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它
們有的在銀樓和飾品店裡，與珠寶鑽石爭奇鬥妍，那些是價值昂貴的
紅珊瑚；有的則像很普通的石頭一樣，沒有多大的經濟價值，那些是
常見的石珊瑚；此外，還有一些身體柔軟、形態優雅的軟珊瑚和柳珊
瑚等，它們都是珊瑚家族的成員；因此，「珊瑚」只是一個通俗而概
括的名稱而已，它是指一群能分泌碳酸鈣骨骼或骨針的刺絲胞 (或稱
腔腸)動物而言。

   然而，珊瑚是什麼樣的生物呢?它們為何具有建造珊瑚礁的能力
?那些原來生長在海底的珊瑚礁，為什麼會出現在陸地上?墾丁國家
公園海底，又是蘊藏著多少和什麼樣的珊瑚資源呢?

珊瑚是什麼?

    珊瑚的共同特徵，除了具有含碳酸鈣的骨骼或骨針外，最主要的
 就是體表含有許多微小的刺絲胞了，這些刺絲胞在經由觸覺或化學性
 的刺激後能射出，它具有鉤刺和毒液，能將小生物擊昏，因此具有捕
 食和防禦的功能。珊瑚是構造很簡單的低等無脊椎動物，它們的身體
 是由包裹於體表的表皮層和腸腔周圍的胃皮層所構成，在此兩層組織

圖一珊瑚的基本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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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則為富含膠質和游離細胞的中膠層；它們沒有專司循環、呼吸
和排泄的構造，，物質的運輸主要靠擴散作用進行；神經細胞則散佈
於組織之間，屬於散漫神經系統，它的傳導緩慢。
    珊瑚的成體，通常行固著生活，而且往往具有樹木狀或灌木叢狀
的生長形態，因此常被誤認為是植物，其實，它們是道地的動物，它
們的體制構造和營養方式，都具有動物的特徵。基本上，珊瑚是行群
體生活的動物，每一群體所含個體的數目並不一定，但都是由個體行
無性的出芽生殖所形成的。珊瑚的生活史，由細小、浮游生活的實囊
幼蟲開始；這些幼蟲是由成熟的珊瑚體，行有性生殖產生的精子和卵
子，在受精後，經過數次的細胞分裂而形成的，幼蟲在經過數天的浮
游生活後，附著在岩石底質上，很快地就發育成為珊瑚蟲( 或稱水螅
體) ，開始分泌碳酸鈣骨骼，並行無性的出芽生殖，使珊瑚蟲的數目
，由 1 增加為 2，再增加為 4、8、16 ⋯ 等，以2的倍數增加，新形
成的珊瑚蟲又不互相分離，而以共同的組織聯合在一起，於是就構成
大型的群體了；只要環境條件適合，珊瑚體幾乎可以無限制地增長，
碳酸鈣的骨骼可以逐漸累積形成小山丘狀，而有生命的珊瑚體，僅分
佈在骨骼的表面而已；因此就珊瑚群體的年齡來說，珊瑚可算是不朽

伸展的珊瑚蟲，呈一根根的細管狀，它們是珊瑚有生命的構造，可以分為
頭冠部和柱部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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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它們沒有衰老的現象，群體的死亡，主要是環境的改變或限
制所造成的。在海底我們偶爾可發現高度和寬度都達數公尺的珊瑚群
體，它們的年齡可能在數百年，甚至千年以上。
    然而，不論珊瑚的群體有多大，它們都是由許許多多的構造單元
組成的；這些構造單元，就是珊瑚的個體，也稱為珊瑚蟲，它們通常
呈細管狀，只在頂端具有一個開口，口的周圍有一圈或數圈的觸手圍
繞著，管子的內部則是一個呈囊袋狀的腸腔，腸腔通常被隔膜分隔，
以增加它們消化和吸收的面積。從外表上看，珊瑚蟲可以分為兩部份
，一個是包含觸手和日的冠狀部，另一則是含腸腔的軀幹部，冠狀部
的觸手排列成環狀，就像皇冠一樣，這也就是珊瑚的英文俗名"coral"
的由來。

    石珊瑚體每一個珊瑚蟲的大小，差別很大，小的只有約一公厘，
大的直徑可達一公尺，相差有一千倍之多。生活時的珊瑚蟲具有相當
大的伸縮能力，它們通常在夜間伸展；完全展開的珊瑚蟲，有數公分
或十餘公分長，遇到掠食者的侵襲或騷擾時，可收縮於杯狀的骨骼內
，此時珊瑚組織僅以一薄層覆蓋在骨骼的表面，而骨骼的隔片和其表
面的棘刺，可以保護珊瑚蟲，使它免於受到掠食者的攻擊。

細小、美麗，如花朵般的珊瑚蟲，是建造陸地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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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的骨骼，是由它們特化的組織所分泌及堆積形成的，骨骼的
主要成份是碳酸鈣，其中的鈣離子 (Ca2+) 和碳酸氫根離子 (HCO3-)
都來自海水，它們可以經由擴散或運送到達珊瑚水螅體底部的表皮層
，再由表皮層特化的細胞所分泌的酉每，促使它們轉變成碳酸鈣而沈
積下來。活珊瑚體聚積碳酸鈣的能力是很驚人的，根據估計，每年每
平方公尺的珊瑚礁表面，可聚積大約800公克的碳酸鈣，世界上的珊
瑚礁總面積約有620,000平方公里，則每年約可聚積五億公噸的碳酸
鈣，這些經年累月所堆積下來約石灰質骨骼，可形成巨大的地質構造
，改變地形地貌；這種改造地表的神奇能力，在生物界中，大概只有
人類憑藉科技的力量才能達到。
    珊瑚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艷麗的色彩和複雜的造形；珊瑚的顏色
主要來自寄居在它們細胞內的共生藻，這些共生藻具有豐富的色素，
能隨環境的狀況而呈現不同的顏色，因此也使得珊瑚具有多種鮮艷的
色彩；除此之外，共生藻更對珊瑚的新陳代謝和骨骼的堆積，有非常
重要的貢獻。珊瑚體內的共生藻屬於單細胞的褐藻，藻體非常細小，
但卻充滿於珊瑚的細胞內，它們的總量甚至比珊瑚的組織還多；共生
藻行光合作用所合成的物質，能傳遞給珊瑚，供珊瑚利用；珊瑚的組
織和它們所分泌的黏液，又可提供其他的生物，做為它們的食物來源
，由於共生藻是效率很高的生產者，它們能固定大量的能量，做為珊
瑚礁生態系食物網的基礎，因此這個生態系可以支持許許多多、各形
各類的生物，構成非常複雜的生物群聚。在另一方面，共生藻更與珊
瑚的造礁功能息息相關，它們能夠促進珊瑚聚積碳酸鈣骨骼的速率；
失去共生藻的珊瑚，其聚積碳酸鈣骨骼的能力會大幅減低，基於這個
原因，共生藻的存在與否，也曾被用做區別造礁珊瑚和非造礁珊瑚的
標準；但這種分法相當含糊，因為造礁珊瑚在環境不適宜的時候，也
會失去它門的共生藻，形成「白化」的現象。
    由於造礁珊瑚和共生藻有相互依存的關係，而藻類行光合作用需
要充足的光照，在光度不足的地方，它們就難以生存，因此光度顯然
是影響珊瑚分佈的重要因子；由於光在水中消失很快，造礁珊瑚的分
佈也往往侷限在淺水域，它們主要分佈在水深30公尺以內的海域，但
仍有部份的造礁珊瑚生長在100公尺，甚至更深的海底，這些珊瑚的
造礁能力已大幅減低，同時，也需要依靠捕捉浮游動物維生。
    溫度是另一影響珊瑚生長的重要因子；一般而言，造礁珊瑚在水
溫23-28℃之間生長最佳,18℃以下的低溫和30℃以上的高溫，都不利
於珊瑚的生存。由於水溫隨緯度的增加而遞減，因此珊瑚的分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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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緯度的增加而減少，通常侷限在南、北緯28度之間的海域，並以
低緯度的熱帶海域生長最繁盛。
    海流也是影響珊瑚分佈及生長形態的重要因子。珊瑚具有許多種
生長形態，但卻往往與海流能量的大小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團塊形和
表覆形的珊瑚，通常比分枝形的珊瑚，更能忍受海流的沖擊，因此上
述兩種形態的珊瑚常分佈在海流較強的環境裡，分枝形的珊瑚，則分
佈在海流較弱的地方。劇烈的波浪能量，會對珊瑚造成嚴重的破壞，

圖二　珊瑚群體的形態和環境條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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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颱風過後，許多珊瑚常被折斷或傾覆，但珊瑚經過長期的演化，
已經對這種天然災害有相當大的適應能力，被折斷的分枝，在被搬運
到其他地方以後，只要環境適合，可以繼續生長，甚至於形成大型的
群體，因此，有時候這種天然災害，反而有助於珊瑚的散佈。
    珊瑚的生長也需要清潔的水質；沈積物的增加，輕微時會使它們
的生長減緩，嚴重時會使它們窒息死亡，這些沈積物的來源，包括溪
流所帶來的泥沙、廢土的傾倒入海、工廠和家庭的污水等。此外，海
水的化學成份、鹽度和含氧量的改變，也會影響珊瑚的生長。
    總而言之，珊瑚是狹適應性的生物，對環境品質的要求很嚴格，
也對環境的改變非常敏感，是一個很好的指標生物，因為它的存在與
否，可以做為環境品質的指示燈。

珊瑚礁是什麼？
    在適宜的環境中，珊瑚聚積碳酸鈣骨骼的作用是不停地在進行的
，這些骨骼日積月累，就形成巨大的構造了；珊瑚礁就是指主要由珊
瑚類所聚積的石灰質骨骼，並且具有抗拒波浪作用的構造而言；所以
，珊瑚礁是無生命的構造，但它是由生物的作用所形成的。

能移分泌碳酸鈣骨骼的藻類，也對珊瑚礁的建造，具有促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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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具有建造珊瑚礁的能力，例如：紅珊
瑚和黑珊瑚，就不具有這種能力，柳珊瑚和軟珊瑚的造礁能力也不大
，真正建造珊瑚礁的珊瑚，主要是屬於石珊瑚的部份種類。在生物界
中，聚積石灰質骨骼的能力，也並不是珊瑚所獨有，其他生物，例如
，屬於紅藻的珊瑚藻，屬於綠藻的海仙人掌，苔蘚蟲和部份的貝類及
蠕蟲動物等，都具有這種能力，它們也曾經在地質史上，擔任過石灰
岩建造者的角色，但經過長期的生物演化以後，珊瑚無疑地已成為現
今海洋中最主要的礁體建造者。但是，珊瑚所聚積的骨骼，往往相當
疏鬆，需要經過結構的改變，才能成為堅固的珊瑚礁，其他的生物則
在這個珊瑚礁形成的過程中，擔任膠結和鞏固者的角色了，它們可填
塞在珊瑚骨骼的孔隙之間或覆蓋在珊瑚骨骼的表面，對珊瑚礁的成岩
作用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在特殊的環境下，其他生物也可能擔任礁
體的建造音，此時，由藻類建造的礁體，就稱為藻礁；苔蘚蟲建造的
礁體，就稱為苔蘚蟲礁了。
    珊瑚礁在世界上的分佈很廣，主要分佈在熱帶和亞熱帶的淺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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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尤其以印度和太平洋的熱帶海域最多。珊瑚礁也有許多不同的形
態，它們可以概略地分為三類，也就是裙礁、堡礁和環礁。裙礁是指
分佈在陸地邊緣的珊瑚礁，這種珊瑚礁緊鄰陸地，呈一狹長的帶狀，
環繞在陸地的周圍，就像裙擺一樣，因此稱為裙礁(或稱緣礁)，墾丁
國家公園的珊瑚礁就是屬於裙礁。堡礁是指分佈在陸地的外緣，和

國家公園沿岸處處可見的上升珊瑚礁，是和海底的現生珊瑚礁互相連
續的，屬於標準的裙礁。

陸地之間有一狹長的水域(潟湖)相隔的珊瑚礁，由於珊瑚礁就像堡壘
一樣，拱衛著陸地，因此稱為堡礁；聞名於世的澳洲大堡礁，綿延有
二千多公里長，就是屬於這一類。環礁則是指分佈呈環狀的珊瑚礁，
中央部份的水域也稱為潟湖，它們大部份是大洋中的珊瑚礁，例如我
國的南海諸島，包括東沙、西沙、南沙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珊瑚礁
島嶼。
    珊瑚礁雖然是無生命的地質構造，但卻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它的
形成受建設性和破壞性兩方面的力量所控制，這兩方面的力量又都包
括生物和物理因子的作用；當建設性的力量大於破壞性時，珊瑚礁是
呈增長的狀態；當破壞性大於建設性時，珊瑚礁就是逐漸崩解了。
    生物的建設作用就是造礁活動，它不但受造礁生物的種類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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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旋鰓蟲是國家公園海域，非常普遍的一種底棲生物，它們具有多種
鮮艷的色彩和美麗的外形，俗稱聖誕樹蟲，它們在珊瑚骨骼的表面築
管而居，對珊瑚礁的建造可能有負面的影響。

10

圖四  珊瑚礁形成的動態過程

多少的影響，也和這些造礁生物的生長速率有關。珊瑚的生長速率頗
不一致，就線性的成長來說，分枝狀的軸孔珊瑚，有的每年可生長10
∼20公分，但它們的骨骼疏鬆；團塊形的珊瑚生長較緩慢，通常每年
直徑增加不足l公分，但它們的骨骼堅實，因此就所堆積的碳酸鈣重
量而言，相差並不多。珊瑚的生長速率受環境條件的影響很大，它們
在不同的水溫環境裡，生長的速率並不一致，因此季節性的水混變動
，會使珊瑚骨骼的增長，呈現疏密間隔的輪紋，這種現象和樹木的年
輪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並非所有生活在珊瑚礁生態系中的生物，都對珊瑚礁的成
長有貢獻，有些生物會抑制、甚至於破壞珊瑚礁的生成。生物的破壞
作用中，最常見的是鑿孔生物的活動，這些生物包括能鑿穿珊瑚骨骼
，並居住於其中的海綿、多毛類蠕蟲、貝類和甲殼類等，它們的活動
不但減緩珊瑚礁的生長，也會減低珊瑚骨骼的堅固性，加速它的崩解
。另外，生物的攝食也會破壞珊瑚的骨骼，例如：鸚哥魚的攝食珊瑚
，常咬碎珊瑚的骨骼；棘冠海星的大量繁衍，曾對太平洋地區的珊瑚
礁，造成嚴重的損害；其他珊瑚礁魚類、海膽、貝類等攝食珊瑚的行
為，也會減緩或破壞珊瑚骨骼的堆積。
    物理因子不但影響珊瑚的生長，也對珊瑚礁的表面形態有很大的
影響。珊瑚礁在剛形成的時候，碳酸鈣是以霰石的形態存在，這種不
穩定的構造，會逐漸轉變成較穩定的方解石，並以此種形態保存下來
；然而，不論是以那一種形態存在，碳酸鈣都是容易被溶解的，而且
由於珊瑚礁的結構並不均勻，往往造成差異侵蝕的現象，因此，水流
的不斷沖擊，往往將珊瑚礁侵蝕和切割成非常複雜且多變化的地形構
造；上升成為陸地的隆起珊瑚礁，也會受雨水的侵蝕，而造成凹凸不
平的奇特形狀，植被的覆蓋和風的磨蝕等則更加速珊瑚礁的風化作用
。
    地質的作用對珊瑚礁的形成，扮演著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地球的
表面是由許多板塊構成的，這些板塊浮動在熔融的岩漿上面，板塊的
相互擠壓，造成地殼的上升與下降；這個作用對珊瑚礁的形成有很大
的影響。在珊瑚礁形成的過程中，如果海平面保持穩定，則珊瑚礁向
四週逐漸堆積，呈橫向的發展，新期的珊瑚礁堆積在外緣；如果海平
面逐漸上升，陸地逐漸下降，則珊瑚礁向上發展，新期的珊瑚礁堆積
在上層，而且由於水流在外緣向海面的循環較好，珊瑚的生長也較快
，背流面則較緩慢，珊瑚礁在這種情況下，經過長期的發展，會逐漸
由裾礁轉變成堡礁，最後形成環礁。如果陸地逐漸上升，海平面逐漸
下降，則老期的珊瑚礁逐漸上升成為陸地，新期的珊瑚礁在海平面下
繼續生長，堆積在底層；若陸地上升的速率並非持續穩定，而是快、
慢間隔的，則珊瑚礁的分佈也會呈現階梯狀，墾丁國家公園的珊瑚礁
就是屬於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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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海平面的變遷和珊瑚礁形態的關係

圖六  墾丁地區陸上地形面示意圖，顯示海平面的變遷和珊瑚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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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的海洋環境

    珊瑚的生長和珊瑚礁的形成，都受到環境條件的影響，因此在說
明墾丁國家公園的珊瑚和珊瑚礁之前，讓我們先概略地瞭解這裡的海
洋環境。
1. 地理位置：墾丁國家公園位於東經120°40'50"至120°51'40"，北
緯21°54'10"至22。12'00"之間。
2. 生物因子：海域擁有造礁石珊瑚約250種，軟珊瑚、柳珊瑚、珊瑚
藻、有孔蟲、苔蘇蟲等珊瑚礁生物的種類和數量均甚豐富，屬於典型
的珊瑚礁生態系。
3. 物理因子：
 (1)  水溫：月平均水溫在21∼30C之間，適合珊瑚的生長。
 (2) 海流：黑潮支流流經恒春半島南端，近岸和南灣灣內的海流， 
     受潮汐的影響最大，黑潮次之，風的影響較小。
 (3) 水質：海水的混濁度，除河口地區外，均甚低，水質清澈。但
     近年沿岸的土木工程增多，水土保持不盡完善，每逢雨季，部
     份地區往往海水混濁，對珊瑚的生長有不良的影響。其他的水  
     質因子，如海水的鹽度、溶氧量、酸鹼值等，均在海水的正常
     值範圍之內，適合珊瑚的生長。
 (4) 風力和雨量：東北季風盛行於十月份至翌年四月份，西南季風
     盛行於五月至九月份，冬季吹的東北季風，風力強大，俗稱"落
     山風"，由於半島沿岸的吹風面積甚小，因此季節風對海流的影 
     響不大；颱風則常帶來巨大能量的波浪，對珊瑚的生長有些影
     響。恆春半島的降雨量集中在六至九月，河川短促，除攜帶陸
     源物質入海外，由於南灣為開放型的海灣，雨量對海水鹽度的
     改變很小。
4. 地質因子：
 (1)底質：沿岸底質以珊瑚礁為主，其間有小型的沙灘分佈。
 (2)地質背景：台灣地區位於亞洲大陸板塊瀕臨菲律賓板塊的邊緣， 
    由於板塊的相互擠壓，造成地殼運動的不穩定。恒春半島在上新    
    世時期(三百萬至一千萬年前)，經強烈的造山運動後隆起成為陸
    地，更新世初期(一百到三百萬年前)以後，恒春半島又再下沈，
    部份地區有海水侵入，恒春石灰岩在此時期形成堆積，半島在近
    代又再度上升，根據同位素碳十四的定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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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島自九千年前以來，平均每年以5.3公厘的速度上升，其
        中約從二千年前起上升的速度減緩，大約每年僅2.5公厘，新
        期的珊瑚礁在此過程中持續堆積。
    綜合上述各項因子可知，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的生物和物理因子，
都適合珊瑚的生長，而珊瑚礁的形成與發育，則受地質因子的影響很
大，因此，恆春半島的地質史，顯然是影響珊瑚礁形態和分佈的首要
原因。

墾丁國家公園的珊瑚礁，依據它們形成的年代，可以分成兩大類

圖七  墾丁國家公園的地質及珊瑚礁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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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老期的珊瑚礁和新期的珊瑚礁。
一、老期珊瑚礁：
   老期的珊瑚礁在地質學上稱為恒春石灰岩，它可以分為三個區系
，即(1)龜子角-鵝鑾鼻台地，包括墾丁森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
籠仔埔、風吹沙、鵝鑾鼻台地等；(2)赤牛嶺台地，包括自赤牛嶺附
近，延伸至馬鞍山的地區；(3)西恒春台地，包括自後灣、大平頂、
萬里桐、紅柴、關山至貓鼻頭地區。其中以龜子角-鵝鑾鼻台地的珊
瑚礁分佈最廣。也最具規模。這些珊瑚礁是在距今約12萬年至8萬年
前形成的，它的厚度並不一致，一般的估計在20∼100公尺之間。石
灰岩通常以珊瑚的骨骼為基本架構，珊瑚藻、有孔蟲、苔蘚蟲等也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部份地區，珊瑚骨骼的化石仍可清晰分辨，
但大部份已在成岩的過程中，被明顯地改變，以致於難以辨別。各地
區石灰岩的形態和生物組成，並不一致，它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沈積
環境和地質史。

珊瑚骨骼的化石，在國家公園內處處可見，它們是海底上升成為陸地
的證據之一，本圖珊瑚骨骼的生長輪紋，還清晰可辨別，它記錄了當
時的氣候特徵。

   (1) 龜子角-鵝鑾鼻台地的石灰岩，是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
分別形成的。在珊瑚礁形成的初期，海平面穩定或上升非常緩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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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頂自然公園內的高位上升珊瑚礁，到處林立，它們構成獨特的地形，也

孕育著特殊的植被，形成別具一格的景觀。

此墾丁森林遊樂區附近的珊瑚礁，能夠從容發育至相當規模，它的形
態也較完整；社頂自然公園附近的珊瑚礁，大約也在此期發育。其後
，有一個較快速的上升期，使整個公園地形面逐漸露出水面；在此期
間，珊瑚礁的成長，趕不上陸地的上升，因此並沒有明顯的珊瑚礁形
成，僅有零星散佈的礁石。當整個公園地形面露出後，按著有一段上
升速率減緩的時期，此時從籠仔埔、風吹沙到雷達站的珊瑚礁完成堆
積，但珊瑚礁的發育並未持續很久，隨後大量的紅土和砂岩圓礫，由
陸地沖蝕而下，覆蓋在珊瑚礁之上，埋沒了珊瑚礁，也中止了珊瑚礁
的堆積，並造成今日平坦的埔頂台地面。後來，陸地繼續上升，鵝鑾
鼻台地面露出水面，在這段上升的過程中，砂島及鵝鑾鼻公園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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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規模的珊瑚礁陸續形成及露出水面，且延續到現代，以致於和新
期的珊瑚礁之間，並無明顯的分界。
    (2)赤牛嶺台地的珊瑚礁，規模不如龜子角-鵝鑾鼻台地，分佈不
連續，而且風化、侵蝕和紅土化的情形比較普遍，它的形成年代，在
台地北部約與墾丁森林遊樂區同期，台地中部則約與籠仔埔地形面同
期，台地南部則大致相當於鵝鑾鼻台地。
    (3)西恒春台地，為一向東傾斜的台地，以紅柴坑谷地為界，可
分為南、北兩段。關山巖為台地南段的最高點，屬於高位隆起珊瑚礁
，它的岩性特殊，而且分佈不規則，山頂上怪石林立、岩溝縱橫，且
富含石灰岩洞穴。北段自後灣至紅柴坑之間，以大平頂台地附近最高
，其地質構造與南段有顯著差異，其中堆積在萬里桐、蟳  嘴一帶的
球房蟲石灰砂岩，在南段並不存在，這代表著它們的沈積環境並不相
同，據推斷，西恒春台地北段的珊瑚礁是在安靜水域形成的，而南段
的珊瑚礁則是在海流沖激較大的環境下形成的。

從關山遠眺大平頂附近呈帶狀分佈的上升珊瑚礁，它們分佈在傾斜台
地的頂端，在斷崖之下，也具有發達的裙礁。

    珊瑚礁在地殼上升的歷程中，經年累月受到風力的侵蝕和雨水的
沖刷，往往形成秀麗奇特的地形景觀，石灰岩洞穴、墜道、一線天、
斷崖、峽谷和獨立礁石、石柱等，都是珊瑚礁獨特的地形景觀。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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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在墾丁森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關山巖、鵝鑾鼻和貓鼻頭公
園等，都成為吸引遊客的焦點。
    富含鐘乳石也是珊瑚礁地形的特徵之一，由於碳酸鈣易被雨水溶
解，石灰岩被溶解後，含碳酸鈣的泉水，沿岩縫滴下，再度沈澱結晶
，日積月累就形成了晶瑩剔透的鐘乳石、石筍、石柱等構造，這種景
觀以墾丁森林遊樂區最豐富，例如：銀龍洞、仙洞、石筍寶穴等，都
是富含鐘乳石的石灰岩洞穴。

富含鐘乳石岩洞，是珊瑚礁地形的特徵之一。

二、新期珊瑚礁
    新期珊瑚礁，一般稱為隆起珊瑚礁，遍佈於國家公園的沿岸地區
，它們屬於裾礁，是在近代堆積形成的，目前還在繼續發育中，由於
陸地持續上升，新期的珊瑚礁已經上升到約十公尺的高度，部份地區
甚至達到二十公尺。隆起珊瑚礁自岸邊向海岸以平緩的坡度降低，逐
漸轉變成現生的珊瑚礁，這種現象說明了近代的陸地上升作用是連續
的。
    沿岸的珊瑚礁，由於經年受到劇烈的海蝕作用，通常被切割成與
海流方向平行的槽溝和浪渠，而且在岸邊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潮池和
海蝕壺天等，珊瑚礁的表面也呈現凹凸不平的蜂巢狀形態。浪渠和槽
溝，一般都從岸邊延伸到海底現生珊瑚礁的前緣，這些受海蝕作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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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地形構造，在珊瑚礁的前緣特別顯著，加上往往有自岸邊滾落的
礁石，散佈在其間，使得該處的地形，極富變化。由於恒春半島在近
代上升相當快，珊瑚礁尚未發展到相當規模，就上升露出水面，使得
珊瑚礁的橫向發展受阻，造成現生的珊瑚礁分佈很狹窄，水深15∼30
公尺，通常即為珊瑚礁分佈的前緣，而且礁體也很薄，厚度大約只有
數公尺而已。

上升的珊瑚礁，由於經年受到劇烈的侵蝕，表面呈現蜂巢狀的外觀，
並且具有發達的槽溝和潮池。

    國家公園的新期珊瑚礁，依其分佈和發育情形，可分為：桓春半
島的東、西兩岸和南灣的東、西兩側等四個區系。
    (1) 恒春半島西岸，包括自後灣至貓鼻頭問的海岸；上升珊瑚礁
在此區發育良好，而且相當完整，裙礁在貓鼻頭西北形成傾斜坡海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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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桐附近的海底，地形富變化，大型的礁石林立，是海底探險的好去處。

上升最高處達20公尺；根據恆春半島西岸地形上升的證據，半島在地
殼傾動時，西海岸的隆起比較劇烈，使得隆起珊瑚礁在西岸更為突出
，但海面下的現生珊瑚礁，則可能受到同一作用的影響，其礁體的分
佈狹窄，且多巨大、不規則的礁石，分佈於裙礁的前緣；林立的大塊
礁石，賦予此區的珊瑚礁雄偉壯麗的景觀，其中尤以萬里桐、大平頂
附近的海底最為發達。珊瑚種類以分枝狀的軸孔珊瑚和鹿角珊瑚居多
，團塊形的菊珊瑚和腦紋珊瑚次之；軟珊瑚在南段的白沙至貓鼻頭間
，分佈較多；柳珊瑚和鞭珊瑚的大型群體，則在萬里桐附近海底需可
發現。
   (2)南灣西側，包括自貓鼻頭至南灣沙灘之間的地區；貓鼻頭附近
的崩崖地形顯著，隆起珊瑚礁在崖地下發育良好；貓鼻頭至後壁湖的
珊瑚礁，因經年受到向西的海流和東北季風所引起波浪的沖擊，海蝕
作用強烈，海底的現生珊瑚礁，也呈現較複雜的地形；後壁湖漁港外
圍，位於南灣北側的珊瑚礁，則因受地形的屏障作用，發育良好，平
坦的海底平台延伸達一公里以上，各類的珊瑚生長繁盛，石珊瑚和軟
珊瑚的種類和數量均多，其中形態優雅、色彩鮮艷，而且生長稠密的
軟珊瑚群體，如絨毯般地鋪滿海底平台；構成絢麗的海底景觀；平台
的北緣，且有弧形的礁台，環拱著漁港東側的沙灘，形成小型的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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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壁湖附近的海底，珊瑚類生長密集，石珊瑚和軟珊瑚密佈，景觀優美。

，為國家公園內獨具特色的珊瑚礁生態景觀。
    (3)南灣東側，珊瑚礁在南灣沙灘至鵝鑾鼻之間，呈斷續分佈，

南灣東側的海底、水流較緩，地形較平坦，以葉片形和分枝形的石珊瑚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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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規模者，包括：潭子灣、青蛙石、香蕉灣、砂島等珊瑚礁，分隔於
其間的則是墾丁、小灣、船帆石和砂島等沙灘。沙灘上的石灰質砂，
又稱為貝殼砂，是由生物的骨骼(主要是珊瑚和貝類的碎片)，經過
長期海浪的沖刷和淘選所形成的，這些砂粒瑩潔光亮，玲瓏剔透，是
國家公園中重要的景觀資源。本地區海底的理生珊瑚礁，也往往被沙
溝分隔，通常地形較單調，珊瑚礁以平緩的坡度向海延伸，表面的溝
渠較少，顯示海蝕作用較緩和；僅在鵝鑾鼻附近，海底的地形較富變
化，槽溝和海蝕礁柱甚普遍。珊瑚類的分佈，在本區的北段以分枝狀
和表覆形的石珊瑚為主，游離生活的蕈珊瑚，也常可在此發現，南段
在青蛙石至鵝鑾鼻間，以團瑰形的石珊瑚較多，鵝鑾鼻附近，軟珊瑚
相當常見。
    (4)恆春半島東岸，為砂頁岩和珊瑚礁交錯分佈的海岸，珊瑚礁在
鵝鑾鼻半島東岸全港口溪河口及港子鼻、九棚附近海岸，依然常見。
鵝鑾鼻半島的東海岸，其陡峭的珊瑚礁懸崖，崖壁逼近海岸，上升珊
瑚礁屋頂崩落的巨大礁石岩塊，常堆置在崖坡上成滾落至海底；海底
的現生珊瑚礁尚屬發達，以分枝狀的石珊瑚為最常見。港口溪以北的
珊瑚礁，並不發達，由於砂頁岩易被侵蝕，往往使海水的混濁度增加
，造成不利於珊瑚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地區，珊瑚的分佈稀疏，在
海底，常見珊瑚礁與砂頁岩被侵蝕後形成的石頭夾雜分佈；珊瑚類則
以笠珊瑚和小團塊形的珊瑚比較常見。

珊瑚礁生態系
    生物和它們所居住及生活的環境，往往是息息相關的；環境的狀
況，會影響生物的活動，甚至決定那些生物可以在那裡生活；而生物
的活動，也可以改變環境的品質，生態系就是代表這個整合的觀念，
用來表示生物和環境之間的密切關係。珊瑚礁生態系，就是指所有生
活在珊瑚礁的生物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總稱。
    就所孕育的生物種類和數量而言，珊瑚礁生態系是地球上最複雜
和豐富的生態系之一，它幾乎包含了生物世界中各門各類的生物。
    在眾多的珊瑚礁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該算是珊瑚礁魚類了，它
們又稱為熱帶魚；它們的體態嬌小，顏色鮮艷，是珊瑚礁環境中的嬌
客，為珊瑚礁生態系增添許多動態的美。
    貝類是珊瑚礁的常客之一，它們的分佈很廣，從潮間帶到珊瑚礁
前緣的沙底，都可發現；它們具有許多美麗、複雜的形態，但生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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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魚類，是珊瑚礁環境中的嬌客，為珊瑚礁生態系增添許多動態美。  

貝殼表面的顏色，往往與背景相似，藉著這種保護色，使它們通常不
易被發覺。
    甲殼類動物，如蝦、蟹、藤壺等，也是珊瑚礁常見的動物之一；
許多個體小，而顏色鮮艷的蝦和蟹類，居住在珊瑚的分枝之間；較大
型的蝦和蟹類，則居住於礁石的孔穴中。
    棘皮動物，如海膽、海參、海星、陽遂足和海百合等，是珊瑚礁
生態系中，分佈廣而且數量很多的生物，它們有的居住於礁石的縫隙
中，有的棲息於礁石表面，另有一些則與珊瑚或其他生物共生。
    固著生活的生物，如海綿、苔蘚蟲和海鞘等，都是珊瑚礁生態系
中很常見的生物。脊椎動物中屬於爬蟲類的海蛇、海龜等，也經常在
珊瑚礁出現。因此，珊瑚礁生態系的生物，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琳琅

23



棘皮動物中的海百合，也是珊瑚礁生態系的常客。

滿目。
    為什麼珊瑚礁生態系，能容納和支持如此眾多的生物呢?這個問
題，可以從居住的空間、食物的來源和生態系發展的歷史來說明。

珊瑚礁生態系空間的層次性，是它們能容納眾多生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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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礁空間的層次性，是容納眾多生物的原因之一。珊瑚堆積石
灰質骨骼的能力，創造了富有層次的空間，大幅地增加了可供其他生
物棲息、附著和蔽護的場所。因此在珊瑚礁中可發現各形各類的生物
，這些包括：終生固著生活的底棲生物、行動遲緩的底棲生物、生活
於洞穴中的生物，巡游於珊瑚礁上方的游泳生物和浮游生活的細小生
物等；共生和寄生等情形，在珊瑚礁生態系中也非常普遍。因此，珊
瑚礁生態系，就像人口密集的大都會一樣，它提供了立體的居住空間
，而且都被生物充分利用了。
    光有居住的空間，是不足以支持一個複雜的生物社會的，還需要
有充裕的食物來源，才可以維持眾多的生物生存。珊瑚礁生態系具有
很高的初級生產力，就是支持眾多生物生活的基本條件。珊瑚的組織
內，含有大量的共生藻，加上生活在珊瑚礁的大型和微細藻類等，都
是很有效率的初級生產者，它們能固定大量的太陽能，供給珊瑚和其
他生物利用，珊瑚礁生物又往往在食物網中扮演多重的角色，使得它
們的食物網非常複雜，能量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能支持眾多的生
物生存。
    珊瑚礁生態系的演化歷史，是使它擁有眾多生物的另一原因。珊
瑚礁生態系是地球上歷史最悠久的生態系之一，它們早在五、六億年

圖八 珊瑚礁生態系的食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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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古生代，就已蓬勃發展了，雖然建造珊瑚礁的生物種類，曾經更
迭數次，但其生態系的基本形態是相當一致的；現今的造礁珊瑚，起
源於約兩億年前的中生代初期，珊瑚礁生物經過長期的演化、淘汰和
適應，已形成高度特化的現象，這種現象能減少競爭的發生，使得眾
多的生物，能和平共存於一有限的空間內。

珊瑚礁生態系的經濟價值及保育

    雖然珊瑚並非人類直接的食物來源，它們做為重要天然資源的價
值並不稍減。珊瑚礁生態系的高生產力和孕育各種經濟性魚、蝦、貝
類的能力，間接地提供了人類食物的來源，也使珊瑚礁成為沿岸漁業
的重要據點；長久以來，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的珊瑚礁，對維持當地漁
民的生計和促進恆春半島的經濟繁榮，都有很重要的貢獻。然而，珊
瑚礁生態系最重要的價值，應在於珊瑚的造礁能力及提供人們休憩活
動的景觀資源；珊瑚礁崢嶸奇特的地形、豐富艷麗的色彩和複雜微妙
的生物種間關係，使它們成為愛海者的天堂、喜好潛水活動者的樂園
和海洋生物學者醉心的園地。上升的珊瑚礁，更在沿岸和陸地上為國

珊瑚是非常脆弱的生物，環境的變化常給它們帶來致命的傷害，圖中的盾

形笠珊瑚，由於受到沈積物的影響，已經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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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提供了許多獨特的景觀，這些都是無價的資源。珊瑚礁也對
於沿岸的水土保持有很重要的貢獻，化石珊瑚礁是水泥工業的資源，
許多珊瑚礁生物是藥物的來源，因此，珊瑚礁生態系可說是具有多重
的利用價值。然而，它也是非常脆弱的，環境的改變，容易對珊瑚及
整個珊瑚礁生態系，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珊瑚礁生態系的保育工
作，自然也非常重要。
    珊瑚類是對環境條件要求很嚴格的生物，適合其生長的環境條件
非常狹窄，易受環境因子的改變而破壞，天然和人為的力量，都可能
改變整個珊瑚礁生態系，然而珊瑚類經過長期的演化，已對天然災害
，具有相當大的適應能力，但是人為的污染，對珊瑚而言，往往是突
然和難以忍受的衝擊，很容易對它們造成嚴重且難以復原的傷害。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得天獨厚，具有乾淨而且溫暖的海水，珊瑚
長久以來就在這裡繁衍滋長，它們不但在海底構成了整個生態系的基
本架構，形成美麗的海底景觀，同時，它們所建造的珊瑚礁，也成為
陸地上重要的景觀資源。然而，近年來由於旅遊人口的增加，潛水活
動的日漸風行和沿岸的大興土木等，都對珊瑚礁生態系帶來日益增多
的壓力，這些人為的活動，若不加以妥善的管理和規劃，很可能破壞
珊瑚礁生態系的平衡，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為了維護珊瑚的繁衍不
息和珊瑚礁生態系的蓬勃發展，除了國家公園管理處當局，應該做好

墾丁國家公園的珊瑚
   在生物的地理分佈上，台灣沿海的珊瑚礁生態系，屬於印度-太平
洋系統。熱帶西太平洋海域是世界上珊瑚種類最多，珊瑚礁最發達的
地區；而菲律賓群島至澳洲東北部之間的海域，則被認為是印度-太
平洋珊瑚類的種源中心，珊瑚種類的分佈，由這個中心，向四周逐漸
減少。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鄰近菲律賓群島，環境適合珊瑚類的生長
，又百黑潮暖流，自赤道附近，沿菲律賓東岸流經恒春半島的南端，
對具有浮游性幼蟲的珊瑚來說，黑潮顯然為影響它們在西太平洋北部
分佈，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生物相的近似於菲律
賓，甚至於澳洲的大堡礁，是很自然的。就珊瑚的種數而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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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海域珊瑚種類的豐富，和世界上珊瑚礁發達的海域相較，並不遜
色，但是現生珊瑚礁的面積卻相當狹窄，厚度也甚薄，造成現生珊瑚
礁發育不佳的原因，可能是地殼上升較快速的影響。
    墾丁國家公園的珊瑚類，包括石珊瑚、軟珊瑚、柳珊瑚和水螅珊
瑚等，它們在生物分類學上的關係，如下表所示：

     根據歷年來的調查結果，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的石珊瑚共記錄有
220種，分屬於60屬，軟珊瑚類共記錄了45種分屬於16屬，柳珊瑚類
共發現有23種分屬於14屬，水螅珊瑚共有4屬10種。然而，這些數字
，並不完全代表國家公園海域內所有的珊瑚種類，許多稀少或分佈狹
窄的種類，尚待更進一步的研究來發掘它們。下列所介紹的是一些常
見，而且具有代表性的珊瑚種類。

 Phylum    Subclass         Order         Family

Cnidaria

刺絲胞動物門

Hydrozoa

水螅蟲綱

Anthozoa

珊瑚蟲綱

Hydrocorallia

水螅珊瑚目
Milleporidae(fire corals)千孔珊瑚科
Stylasteridae柱星珊瑚科

Octocorallia

八放珊瑚亞綱
Stolonifera

匍根珊瑚目
Tubiporidae笙珊瑚科
Clavularidae羽珊瑚科

Coenothecalia

藍珊瑚目
Helioporidae藍珊瑚科
(blue coral)

Gorgonacea

(horny corals)

柳珊瑚目

Gorgoniidae柳珊瑚科
Melitheidae(fan coral)扇珊瑚科
Ellisellidae(sea whips)海鞭珊瑚科
etc.

Alcyonacea

(soft corals)

軟珊瑚目

Alcyoniidae軟珊瑚科
Nephtheidae穗珊瑚科
Xeniidae傘軟珊瑚科
etc.

Hexacorallia

六放珊瑚亞綱

Scleractinia

(true corals,

stony corals)

石珊瑚目

Acroporidae軸孔珊瑚科
Faviidae菊珊瑚科
Poritidae etc.微孔珊瑚科

Antipatharia

(black corals)

黑珊瑚目

Antipathidae黑珊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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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軸孔珊瑚low staghorn coral
   Acropora humilis  (Dana)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扁平的繖形，底部以中央或側邊固著。分枝粗短  
          ，呈錐形，尖端的軸珊瑚石較大，分枝密集分佈或互相癒
          合成板葉狀的群體，分枝直徑約一∼三公分，分枝側面的
          珊瑚石具兩種大小，成環狀排列，底部的珊瑚石較大。
〔習性〕：常見於珊瑚礁斜坡的上段和淺水平台上。生活群體的顏色
          變化多，常呈綠、藍或褐色，分枝尖端呈粉紅、紫或乳黃
          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西自紅海，東至夏威 
          夷均有分佈。



美麗軸孔珊瑚 lavender staghorn caral
Acropora Formosa  (Dana)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叢狀分枝，常生長成大的群集，分枝不規則且不具一
          定的形態，但甚少彎曲，直徑在兩公分以內。分枝尖端的軸
          珊瑚石，直徑可達三公厘，周圍的緣珊瑚石，呈突出的細管
          狀或嵌入骨骼中，開口均為圓形或卵圓形。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二∼八公尺，地形較平坦的海底，尤其在礁
          台和潟湖中較常發現。生活群體一般呈褐、藍或黃色，分枝
          頂端呈白或淡藍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本省沿海的珊瑚礁區均
          有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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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水淺而且海流較強的地方，往往形成
          大的群集，堅固地附著在底質上。生活群體的顏色一致
          ，呈黃綠或黃褐色，邊緣則為粉紅或淡藍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本省以桓春半島沿
          海較常見。

31

     桌形軸孔珊瑚 table coral
     Acropora  hyacinthus (Dana)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的分枝伸展呈一桌形的平面，分枝通常相互癒合形         
          成堅實的板葉，大型的群體，直徑可達三公尺以上。分
          枝尖端的軸珊瑚石突出約1.5公厘，周圍的緣珊瑚石排列
          規則，開口向上傾斜，形成薔薇花瓣狀的形態。



     盤枝軸孔珊瑚 table coral
     Acropora latistella (Brook)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的分枝呈繖形，分枝的直徑在五∼九公厘之間，除  
          靠近群體邊緣處外，一般皆不彎曲；次生分枝與主枝呈
          銳角相交，分枝尖端的軸珊瑚石，稍微突出，周圍的緣
          珊瑚石規則排列；由上至下，排成
          列狀。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流較弱的珊瑚礁環境中，尤其較常出現在
          水深約十公尺的灣內。生活群體通常呈綠或淡褐色。
〔分佈〕：本省恒春半島、菲律賓、澳洲大堡礁及三毛亞群島均有  
          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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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形表孔珊瑚 chalice coral
     Montipora foliosa (Pallas)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通常為表覆形，邊緣伸展呈葉片形，常互相層疊呈
          瓦片狀或呈螺旋形排列。大型的群體，往往可覆蓋數平
          方公尺的範圍。群體的表面具有小乳突狀的突起，這些
          突起常聯合成輻射狀的脊，由群體的中央向周圍散佈。
          珊瑚石的直徑在0.6∼0.8公厘之間，具有兩環隔片。
〔習性〕：通常分佈於水深10公尺以下，水流較穩定的海域，生活
          群體呈黃褐或綠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本省恒春半島及北
          部沿海均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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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紋表孔珊瑚 wavy pore coral
     Montipora undata Bernard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通常呈扁平的盤狀，也可能形成螺旋形或柱形的群
          體，其表面具有互相平行且與邊緣垂直的脊。珊瑚蟲分
          佈於脊間的溝裡，為凹入型，口杯直徑約0.4∼0.6公厘
          ，隔片由列狀的細棘構成。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5∼20公尺，海流較強的珊瑚礁環境中，
          常與軟珊瑚一起出現；生活的群體呈黃綠或黃褐色，邊
          緣為紫或粉紅色。 
〔分佈〕：台灣、菲律賓、印尼及澳洲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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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表孔珊瑚
Montipora verrucosa (Lamarck)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里葉形或板塊狀，表面具有分佈均勻的症狀突起，這些
           疣的大小和形狀都很一致；珊瑚石凹入型，均勻散佈在疣狀
           突起之間，口杯直徑約0.9∼1.3公厘，隔片兩環，其成列的
           細棘。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5公尺以下，海流適中的海域，生活群體呈
           黃、黃褐或綠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海域。

35



星枝表孔珊瑚
Montipora stellata Bernard 軸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分枝形，分枝通常不規則分佈，部份變形為扭曲的薄
           片；群體的高度一般在三十公分以內。珊瑚石為凹入型，大
           小均一，口杯直徑在0.7∼0.8公厘之間，隔片由成列的棘構
           成。

〔習性〕：通常生長在較隱蔽的珊瑚礁環境中，可能對沈積物具有較大
           的忍受能力。生活群體呈黃褐或綠褐色，分枝頂端白色。
〔分佈〕：台灣、菲律賓、澳洲、所羅門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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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枝鹿角珊瑚 cauliflower coraI        鹿角珊瑚科
      Pocillopora eydouxi Edwzards and Haime

〔特徵〕：群體為粗大的分枝形，分枝側扁，頂端圓鈍且常呈波紋狀  
          ，分枝的表面密佈疣突。分枝不規則分佈，其間的間隔大 
          ，珊瑚石遍佈於分枝表面。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強勁的淺水域裡，粗壯的分枝牢固地附著
          於礁石上，能抵抗強烈的海流沖擊。群體的形態也隨生長
          的環境而異。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區，國家公園海域的青
          蛙石、鵝鑾鼻、貓鼻頭附近海域頗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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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疣鹿角珊瑚                           鹿角珊瑚科
      Pocillopora verrucosa (Ellis and Solander)

〔特徵〕：群體呈分枝形，分枝的大小均勻，橫截面呈卵圓形，直徑
          在l∼2公分之間，分枝的表面具許多疣狀的突起，珊瑚蟲
          非常細小，密佈於分枝的表面，直徑約0.5∼1.3公厘。隔
          片的長度相等，表面多細小的棘，通常不具中柱。
〔習性〕：生長在海流較強勁的淺水域裡，以珊瑚礁面向海流的斜坡
          上最常見。群體的形態變異大，生活在海流強勁的環境中
          者，分枝短而密集，生活在海流稍弱的環境中者則分枝疏
          鬆。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本省以恒春半島海域
          較常見。



萼柱珊瑚 hood coral
Stylophora pistillata Esper 鹿角珊瑚科

〔特徵〕：群體的分枝呈圓柱形，頂端圓鈍，分枝的大小，在同一群體
           內相當一致，橫截面呈圓形。群體的形態變異很大，分枝的
           粗細和疏密，皆隨生長的環境而異。生活在海流較強勁的環
           境中者，分枝粗短而密集；生活在海流較弱的環境中者，則
           分枝較細長且排列疏鬆。
〔習性〕：可生長在多種珊瑚礁環境中，尤其以水深10公尺以內的淺水
           域最常見，生活群體一般為棕褐或淡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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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枝列孔珊瑚 bush coral
Seriatopora hystrix Dana 鹿角珊瑚科

〔特徵〕：群體的分枝交錯分佈，呈灌木叢狀，形態富於變化。分枝呈
           兩叉狀，夾角約30∼90度，頂端尖細，橫截面圓形。珊瑚石
           在分枝上縱向排成列狀，為本屬珊瑚的明顯特徵，也因此得
           名。
〔習性〕：可生活在各種不同的珊瑚礁環境中，群體形態隨生長環境而
           異，尤以海流的強弱和沈積物的多少，對其形態有決定性的
           影響；生活群體為淡褐或黃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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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雀屏珊瑚 leaf coral
Pavona varians Verrill 蓮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葉片形、表覆形成半球形，群體表面具有略呈軸射狀
           的脊，珊瑚蟲以一列或二列分佈於脊間的溝中，脊的長短和
           其在群體表面的分佈，往往很不規則。隔片和肋片具有二環
          ，交替排列。
〔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水流較平緩的隱蔽處，分佈廣但很少形成
           大型的群體，生活群體呈黃或黃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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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形波紋珊瑚 platter castle coral
      Pachyseris speciosa (Dana)　　          蓮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薄片形或表覆形，僅上表面具有珊瑚蟲。群體的表
          面具有呈同心環紋、規則排列的波紋狀脊，紋間的寬度約
          0.2∼0.8公分，珊瑚石細小，以0.1公分的間隔沿凹下的
          谷分佈，無中柱。
〔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較隱蔽的環境裡，可形成層疊的片狀群
          集，骨骼脆弱；生活群體的顏色變化少，呈淺灰或淡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大平洋珊瑚礁區，自紅海至西太平洋的
          珊瑚礁皆可發現。



脆弱蕈珊瑚 hermit coral
Fungia (Cycloseris)fragilis (Alcock) 蕈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圓盤形，成體為單一個體，且游離生活，底部平坦
          ，上表面由邊緣至中央平緩而規則突起；隔片多，初生和次
           生隔片大而明顯，並在中央呈拱形，隔片邊緣具有小三角形
           或鋸齒狀的突起。
〔習性〕：通常生活在珊瑚礁凹陷的孔穴或窪地處，尤其以海流較平靜
           的地方較常見，生活群體呈黃綠或草綠色。
〔分佈〕：西自印度洋中部，東至夏威夷島均有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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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寶蕈珊瑚 mushroom coral
Fungia Lobactis scutaria Lamarck 蕈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扁平的橢圓形，通常中央拱起似元寶狀，因此得名
          。成體也是單一個體，也行游離生活。隔片數目很多，邊緣
           具有規則的三角形突起，在具有觸手的地方，特別膨大，形
           成突出而鈍的葉片形構造。
〔習性〕：生活環境和上述的佛氏圓珊瑚相似，珊瑚體的顏色頗富變化
          ，同一個體常具多種顏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海域，國家公園海域內，在
           潭子至香蕉灣和紅柴附近較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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蛞蝓匍石珊瑚
Herpolitha limax (Esper) 蕈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狹長形，長度為寬度的四倍以上，兩端皆成銳角，中
           央具有口溝。本種珊瑚為群體型，但行游離生活；群體扁平
           或呈拱形，拱形的群體通常較厚，隔片數很多，沿口溝交替
           分佈。
〔習性〕：通常生活在水深12公尺以下的海域，而以海流平靜的深水域
           較常見。生活群體為綠至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海域。

45



46

      殼形足柄珊瑚 bracket coral
      Podabacia crustacea (Pallas)　　　      蕈珊瑚科

〔特徵〕：本種珊瑚是蕈珊瑚料中少數終生行附著生活者之一。珊瑚
          體呈圓的葉片形或杯形，小型的群體，其中央的珊瑚石尚 
          可分辨，大型的群體，則往往難以辨認，其直徑可達一公
          尺以上，珊瑚蟲僅分佈在群體表面。
〔習性〕：通常在海流較平緩，海水濁度稍高出斜坡最常見，生活群
          體一般呈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南自澳洲，北至日本
          的九州沿海均有分佈。



大管孔珊瑚 anemone coral
Goniopora djiboutiensis Vaughan 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柱形或半球形，珊瑚蟲呈長管狀，長度可達五∼十公
           分，終日伸展，觸手的中央具有錐形的突起，通常呈白色。
           珊瑚石圓形或多角形，口杯直徑三∼五公厘，中柱明顯。
〔習性〕：通常生長在礁石平台或平緩的斜坡上，生活群體呈黃或淡褐
           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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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形微孔珊瑚
Porites lutea Edwards and Haime 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團塊形、半球形或鐘形，表面常具不規則的塊狀突起。
           珊瑚石不凹入，直徑0.8∼1.2公厘。本種珊瑚往往形成大型
           的群體，群體的直徑可達數公尺，其上常有大旋鰓蟲和蛇螺
           等鑿孔生物棲居。
〔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靠近沙底的邊緣，尤其在水深十公尺以內
          ，海流稍強處，較常見。生活群體常呈棕褐色或綠褐色。
〔分佈〕：台灣、菲律賓、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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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群體呈分枝形，分枝為圓柱形，直徑在2.5公分以內，頂端
           尖細，分枝間成銳角相交，常相連成叢狀，分佈頗密集，珊
           瑚石的直徑小於1.5公厘，稍凹入。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8公尺以下，海流較平緩的海域裡，生活群
           體呈綠褐至棕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海域。

Porites nigrescens Dana
歧枝微孔珊瑚

孔珊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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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星珊瑚 double-star coral
Diploastrea heliopora (Lamarck) 菊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團塊形或大的半球形，常形成大型的群體，直徑可達
           數公尺。珊瑚石呈圓盤狀排列，形態一致，骨骼緻密、堅硬
           。隔片內緣薄、外緣膨大，特徵很明顯，容易辨認。
〔習性〕：可在許多珊瑚礁環境生長，大型群體通常在海流適中處出現
          ，呈淡藍或淡綠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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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菊珊瑚 knob coral
Favia speciosa (Dana) 菊珊瑚科

〔特徵〕：群體通常呈團塊形或圓球形，偶而可見呈表覆形者。圓形或
           橢圓形的珊瑚蟲分佈於群體的表面，形似一叢盛開的菊花。
           珊瑚石的直徑約七∼八公厘，凹入約四∼五公厘。
〔習性〕：可生長在許多不同的珊瑚礁環境中，尤其以海流較強的海底
           平台或礁前緣較常見，珊瑚蟲為綠或淡褐色。
〔分佈〕：台灣、菲律賓、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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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菊珊瑚
Favia maxima Veron, Pichon and Wijsman-
Best 菊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團塊形，表面常為扁平或呈弧形。珊瑚石的直徑在2
           ∼3公分之間，呈稍扭曲的圓形或橢圓形。展開的珊瑚蟲呈
           白色，與綠褐色或黃褐色的共肉組織，形成強烈的對比，非
           常明顯突出。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五∼十公尺的珊瑚礁斜坡或平台的邊緣，珊
           瑚蟲在夜間和陰天時伸展。
〔分佈〕：台灣、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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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角菊珊瑚
Favites flexuosa (Dana) 菊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半球形，表面平緩、整齊，不具丘形突起，珊瑚石
           直徑約l.5∼2公分，邊緣略呈多角形，珊瑚石緊密相連，隔
           片兩環，中柱小而密集。
〔習性〕：可生長在多種珊瑚礁環境中，以水深10∼15公尺的平台和斜
           坡較常見。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大平洋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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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角星珊瑚 菊珊瑚科
Goniastrea australiensis (Edwards and Haime)

〔特徵〕：群體呈表覆形至團塊形，珊瑚石呈紋形或近似紋形排列，紋
           溝寬約8公厘，珊瑚石的隔片分佈均勻。珊瑚蟲的中央呈鮮
           綠色，周圍則為褐色，形成鮮明的對比。
〔習性〕：可生長在多種珊瑚礁環境中，珊瑚體的形態變異大，尤其紋
           的長度和形狀，往往隨生長環境而異。
〔分佈〕：澳洲、菲律賓、台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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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碓珊瑚
Hydnophora exesa (Pallas)  菊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通常呈表覆形或團塊形，偶而有呈柱形或分枝形的群
           體；珊瑚體的表面具有許多碓形的突起，這些碓突是由珊瑚
           石的鞘壁聯合形成的，高度可達8公厘，基部寬約5公厘。
〔習性〕：常見於海流較平緩的珊瑚礁平台或遮蔽處，生活群體呈綠和
           棕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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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迷紋珊瑚
Leptoria phrygia (Ellis and Solander) 菊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的形狀頗不規則：通常具有波浪形的表面；珊瑚石相
           聯合成腦紋形，紋較細長，通常具有非常一致的外觀和寬度
           。隔片的長短和排列也非常一致，中柱相連成板葉形。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8∼20公尺的珊瑚礁平台或斜坡上，尤其以
           水流稍強的地方較常見。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紅海、澳洲、台灣、日
           本均有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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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腦紋珊瑚 brain coral
Platygyra lamellina (Ehrenberg) 菊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團塊形或表覆形，表面可能有不規則的柱狀或結節
           狀突起；珊瑚石聯合成腦紋形、紋往往相當長，寬約五公厘
          ；紋之間的脊較厚，隔片稍突出。
〔習性〕：主要分佈在珊瑚礁平台或斜坡上，生活群體的顏色變異廣，
           常見為灰藍、綠和黃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大平洋珊瑚礁區，自紅海至太平洋中部皆
           有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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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天星珊瑚 small knob coral
     Plesiastrea versipora (Lamarck)         菊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表覆形或團塊形，珊瑚石呈小圓盤形，密佈於群
          體表面，直徑約2.5公厘；珊瑚有的壁突出，肋片不連續
          ，籬片明顯，中柱小。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珊瑚礁斜坡的底層，生活群體呈紅
          褐或灰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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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生棘杯珊瑚 octopus coral
Galaxea fascicularis (Linnaeus) 目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平鋪的盤形、半球形、圓丘形或柱形，群體由共體
           邊緣行出芽生殖形成。珊瑚石呈圓柱狀。隔片突出，形似棘
           杯，基部由寬廣的膜狀或海綿狀共體聯合。
〔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鄰近沙底的斜坡或遮蔽處。群體的顏色變
           化多，綠或褐色者較常見。
〔分佈〕：廣泛分佈於自紅海至西太平洋的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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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繩紋珊瑚 crispy crust coral   
Merulina ampliata (Ellis and Solander)

繩紋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為薄、不規則的葉形，表面可能具有直立、扇形或形
           狀不規則的分枝；珊瑚石呈扭曲的繩紋形，紋約略自葉形群
           體的中心，呈輻射伸展，而與邊緣垂直，紋寬約3公厘。
〔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的斜坡，尤其以水深18公尺以下，海流較
           緩的斜坡最常見。生活群體呈綠至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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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花珊瑚 Chinese lettuce coral
Mycedium elephantotus (Pallas) 梳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葉形或表覆形，小型的群體；其中央的珊瑚石仍可
           辨認，群體由圍口或多口分裂形成。珊瑚石突出，開口均向
           群體的邊緣傾斜，極易辨認；常形成廣大的片狀群集，覆蓋
           於珊瑚礁的斜坡上。
〔習性〕：常見於珊瑚礁鄰近沙底的斜坡上，尤其在水深18公尺以下最
           常見。生活群體呈綠、褐或白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墾丁國家公園海域以南
           灣至香蕉灣的珊瑚礁前緣最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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萵苣梳珊瑚 common lettuce coral
Pectinia lactuca (Pallas) 梳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常形成圓丘形、或厚板葉形，表面具有寬且呈輻射狀
           的紋溝，其寬度可達四公分；脊薄而高，與基部垂直，其壁
           多孔，上緣且呈鋸齒形。
〔習性〕：本種珊瑚較能忍受沈積物多的環境，常見於混濁度較高的珊
           瑚礁環境裡。生活群體呈綠或褐色。
〔分佈〕：澳洲、台灣和太平洋中部的環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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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瓣葉珊瑚 lobed cup coral
Lobophyllia hemprichi (Ehrenberg) 苔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通常呈半球形，分枝短而密集，同一系列的珊瑚石由
           片狀的構造相連成束，每一束具有一至十餘個中心，紋溝寬
           約二公分，隔片厚且突出，邊緣具齒狀突起，珊瑚體的組織
           肥厚。
〔習性〕：通常在海流較弱的淺水區較常見，群體呈綠、藍或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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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紋合葉珊瑚 symphony coral
      Symphyllia recta (Dana)                苔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腦紋形，紋溝淺，寬約1.5公分，中央通常為規
          則的直紋，邊緣則呈不規則彎曲。隔片可分兩種大小，交
          替排列，邊緣的齒狀突起明顯。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珊瑚礁平台或斜坡上緣，自水深一
          ∼三十公尺均可發現。群體呈綠、灰或淡褐色。
〔分佈〕：台灣、菲律賓、澳洲和日本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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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合葉珊瑚 sinuous cup coral           苔珊瑚科
      Symphyllia agaricia Edwards and Haime

〔特徵〕：珊瑚體呈寬闊的腦紋形，紋溝寬約3.5公分，每一紋溝內有    
          一或二列聯合的珊瑚石中心。相鄰紋溝間以壁相隔。隔片
          厚薄不一，邊緣密佈粗大的鋸齒狀突起。
〔習性〕：珊瑚礁外緣的斜坡上較常見。群體可能呈藍、綠、棕或混
          合的顏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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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紋合葉珊瑚 sinuous cup coral 苔珊瑚科
Symphyllia radians Edwards and Haime

〔特徵〕：珊瑚體呈半球形或平舖的厚板葉形；紋溝通常呈輻射狀排列
          ，寬約15∼22公厘，長短不一。隔片不規則排列，邊緣具大
           的齒突。
〔習性〕：通常在礁石平台的表面或遮蔽處較常見，群體的顏色鮮明，
          但無固定的顏色。
〔分佈〕：西太平洋的珊瑚礁區，自澳洲至台灣均有分佈。



67

束形真葉珊瑚 joker coral 
Eupyhllia (Euphyllia) glabrescens (C.& E.)

葵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由柵狀的分枝構成，常形成圓丘形或半球形的群體；
           珊瑚石的直徑約二∼四公分，表面密佈觸手，觸手呈細長柔
           軟的管狀，長度可達四公分以上，其頂端呈白色的小球形。
〔習性〕：通常生活於水深二∼十公尺的珊瑚礁邊緣且鄰近沙底處。
〔分佈〕：廣泛分佈於西太平洋的珊瑚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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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形真葉珊瑚 bean coral                  葵珊瑚科
     Euphyllia (Fimbriaphyllia) ancora eron & Pichon

〔特徵〕：珊瑚體由波紋形的板葉構成，群體呈半球形，大型的群體
          直徑可達二公尺。隔片的排列規則，邊緣平滑。觸手多而
          密集，頂端突起呈腎形或新月形，並向內彎曲。
〔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鄰近沙底的淺水域，生活群體呈黃綠或
          黃褐色。
〔分佈〕：台灣、菲律賓、澳洲、琉球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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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形笠珊瑚 disc coral
Turbinaria peltata (Esper) 樹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扁平的板葉形或杯形，通常以柄固著於礁石上。珊
           瑚石為大的圓形，直徑約三∼五公厘，開口往往向邊緣傾斜
          ，隔片三環。
〔習性〕：常見於混濁度較高、沈積物較多的環境裡，尤其在砂岩底質
           的海域最常見。生活群體呈綠褐或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海域，部份地區且延伸到
          非珊瑚礁的溫帶海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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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形笠珊瑚
Turbinaria mesenterina (Lamarck)　 樹珊瑚科

〔特徵〕：群體為單面的葉片形，葉片大部份直立，其形狀可能為扁平
           、規則摺曲或不規則摺曲等，摺曲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
           摺曲可能癒合形成柱形的構造，或密集分佈呈蜂巢狀。珊瑚
           石直徑約2.5∼3.5公厘，突出且向垂直方向傾斜。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10公尺以內的斜坡，群體的形態複雜，顏色
           則頗一致，呈灰綠色或灰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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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管星珊瑚 tube coral
Tubastraea  aurea Quoy & Gaimard　樹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扁平；珊瑚石呈圓盤形，突出表面二∼六公厘，直徑
           的一公分，開口喇叭形，深五∼六公厘，壁多孔，隔片低矮
          ；珊瑚蟲呈金黃色，觸手多，終日伸展。
〔習性〕：本種珊瑚屬非造礁珊瑚，通常生長在陰暗的礁石岩壁或洞穴
           周圍的壁上，盛開的珊瑚蟲，顏色鮮艷美麗。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熱帶和溫帶海域裡，尤其在水深
           10公尺以下的礁石洞穴壁上，到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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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葉千孔珊瑚 fire coral 
Millepora platyphylla Edwards & Haime

千孔珊瑚科

〔特徵〕：水螅珊瑚的一種。珊瑚體由垂直的板葉構成，板葉常互相垂
           直，群體常具有厚、表覆形的基底，大型群體的板葉往往癒
           合成蜂巢狀。骨骼表面平滑、多孔，孔可分為大與小兩種，
           珊瑚孔不具隔片，珊瑚蟲呈細毛狀。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五公尺以內的珊瑚礁區，尤其以破浪區較常
           見。珊瑚蟲的刺絲胞有毒，能引起灼痛或刺痛感，又稱為火
           珊瑚。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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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千孔珊瑚 fire coral
Millepora intricata Edwards & Haime 千孔珊瑚科

〔特徵〕：群體由許多不規則，但相當緊密堆集的分枝構成。分枝細小
           而易脆，互相糾結或部份癒合在一起，向四面伸展，形成蜂
           巢狀的群集，分枝的表面平滑均勻，孔微小且不明顯。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o∼s公尺的海域，尤其常見於海水混濁度
           較高處，生活群體褐色或黃色，分枝頂端淡黃色。
〔分佈〕：台灣、菲律賓、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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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柱星珊瑚 pink lace coral
Stylaster elegans Verrill 柱星珊瑚科

〔特徵〕：本種也是水螅珊瑚的一員，但為非造礁珊瑚。群體的分枝呈
           扇形，口環系分佈在分枝的側面，由小的管狀孔圍繞大的營
           養孔形成。
〔習性〕：通常生長在陰暗的礁石岩壁上或洞穴的周圍，生活群體呈鮮
           艷的粉紅或白色。
〔分佈〕：西大平洋熱帶至溫帶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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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笙珊瑚 organ-pipe coral
      Tubipora musica linnaeus　　　        　笙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半球形或團塊形，表面平坦，珊瑚蟲具有八隻羽
          狀的觸手，呈綠、藍或綠褐色。骨骼係由許多紅色的細管
          構成，其排列成束狀，像國樂器笙一樣，所以稱為笙珊瑚
          ，這些細管的直徑約一∼二公厘。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和波浪稍強的淺水域裡，其中以自潮間帶
          到水深五公尺處較常見；生活的群體，具有展開的珊瑚蟲
          ，覆蓋住骨骼，使其不易被辨認。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洋中部至西太平洋的珊瑚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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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珊瑚 blue cora
Heliopora coerulea (Pallas)　 藍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具有多種形態，通常呈表覆形或團塊形，表面常具有
           指狀或柱形突起，或呈分枝形。表面具有兩種大小的孔，大
           孔直徑約0.5公厘，小孔直徑約0.1公厘，數目眾多，皆不具
           隔片，其骨骼呈藍色；本種為八放珊瑚的一員。
〔習性〕：通常生長在淺水域裡，自潮間帶至水深五公尺處最常見，生
           活群體的組織呈褐色或綠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西太平洋的珊瑚礁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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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羽軟珊瑚 tree fern coral            羽珊瑚科
      Clavularia viridis Quoy and Gaimard　　

〔特徵〕：群體由許多管狀的珊瑚蟲構成，珊瑚蟲分佈密集，其間以
          隔膜或匍匐根相連，形成網狀的管道系統。珊瑚蟲可分兩
          部份，基部不可收縮，頂端則可收縮入鞘內。基部骨針大
          型，呈紡錘形或棍棒形。
〔習性〕：常見於水質清澈的淺水域，成叢散佈於軟珊瑚叢中。
〔分佈〕：西太平洋暖水域，北至日本中部均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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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環肉質軟珊瑚 velvet leather coral
     Sarcophyton trocheliophorum von
     Marenzeller　　　　　　　　　　　　     軟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蕈狀，具有明顯的頭冠部和柱部，頭冠部邊緣的  
          褶呈波紋形，稍微下垂。珊瑚蟲分化為兩種形態，伸展呈
          細長管狀的是營養體，兩營養體之間，具有一∼三個管狀
          體。表層骨針棍棒形，內層骨針為紡錘形。
〔習性〕：通常生長在深度適中，而海流稍強的海底平台或斜坡上，
          以水深5∼15公尺最常見，生活群體呈金黃或黃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西太平洋的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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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厚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crassocaule Moser　　　     軟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平舖的盆形，群體肥厚，中央凹入，表面常具有 
          略呈輻射狀的脊，脊寬約一 ∼三公分；群體的柱部低矮
          、粗大。珊瑚蟲分化為營養體和管狀體兩種，密佈於頭冠
          部的表面。
〔習性〕：通常生長在水深三∼八公尺的海底平台或平緩斜坡上，大
          型群體的直徑可達二公尺以上，呈黃褐或綠褐色。
〔分佈〕：菲律賓、越南、印尼、台灣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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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pauciflorum (Ehrenberg) 海雞頭科 

〔特徵〕：珊瑚體為低矮的表覆形，頭冠部扁平，具有少數指狀突起，
           寬約5公厘，高15∼20公厘，營養體明顯，相距1.5∼2.0公
           厘；群體表層的骨針呈梭形，內層台針呈紡錘形。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斜坡或獨立礁石的表面，其中以水深
           5∼20公尺較常見。生活群體黃綠色或褐色，珊瑚蟲白色或
           淡黃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暖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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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質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sarcophytoides Moser　軟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平鋪的表覆形，形態近似於Sarcophyton crass- 
           ocaule，但本種的群體較薄，頭冠部的中央，通常不凹入，
           表面的脊完整，呈輻射狀，厚約0.5∼1.5公分。表層骨針棍
           棒形，內層骨針紡錘形，皆具有許多明顯的突起。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海底平台或斜坡上，生活群體呈黃褐
           或黃綠色。
〔分佈〕：菲律賓、琉球群島、台灣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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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指形軟珊瑚 medusa leather coral  軟珊瑚科
Sinularia flexibilis (Quoy and Gaimard)

〔特徵〕：珊瑚體具有許多長、柔軟、細柳枝狀的突起，常隨海流而擺
           動，非常美觀也易於辨認。群體只具一種形態的珊瑚蟲；指
           狀突起的尖端不具骨針，愈近基部處骨針愈多也愈大。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較強的珊瑚礁斜坡，其中以水深5∼20公尺較
           常見。生活群體呈淡黃或黃褐色。
〔分佈〕：廣泛分佈於西太平洋的暖水域裡，南自澳洲，北至琉球群島
           皆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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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指形軟珊瑚 crown leather coral
      Sinularia pavida Tixier-Durivault　　　 軟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具有明顯的柱部，高可達30公分，頭冠部具許多長
          的突起，排列成冠狀；群體的珊瑚蟲未分化，表層的骨針
          為棍棒形，內層骨針為紡錘形。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適中的海底平台或斜坡上，生活群體乳黃
          色或灰色。
〔分佈〕：越南、台灣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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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穗軟珊瑚
Nephthea chabroli Audouin 穗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灌木叢狀，主幹在基部即分成許多支幹，珊瑚蟲呈
         稻穗狀，分怖在支幹的上半部，申展的珊瑚蟲約0.5~0.6公
         厘高，0.5~0.7公厘寬，支幹的骨針紡鎚形，表面多疣狀突
         起。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適中的海底平面或斜坡上，以水深8~20公
         尺較常見，生活群體一般呈淡黃色或橙黃色。
[分怖]：廣泛分佈於西太平洋的暖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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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穗軟珊瑚 spicular soft coral 穗珊瑚科
Spongodes sp. (=Dendronephthya sp.)

〔特徵〕：珊瑚體呈灌木叢狀，珊瑚蟲聚集成球形分佈在支幹的頂端和
           側面，每一珊瑚蟲的柄部由成束的大型骨針支持，骨針通常
           突出體表，珊瑚蟲的頭冠部則由八組雙列的骨針圍繞構成，
           骨針的大小均一。
〔習性〕：通常生長在礁石崖壁的底部、槽溝或洞穴等較隱蔽的環境中
          ，主要分佈在水深十公尺以下的海域，群體具有多種艷麗的
           色彩，常倒懸在崖壁上。
〔分佈〕：印度、西太平洋的暖水域。



86

白蘆莖珊瑚
Junceella fragilis (Ridley)　 鞭珊瑚科

〔特徵〕：群體呈白色鞭形，頂端有時稍捲曲；珊瑚蟲密佈於群體表面
           ，共肉組織厚約2.0∼2.8公厘之間，中軸骨骼由角質和碳酸
            鈣堆積而成，呈灰色，極柔軟。
〔習性〕：通常生長在海流較強的淺水域，附著在礁石的表面，往往和
           軟珊瑚混合生長，形成獨特的景觀。
〔分佈〕：印度洋中部和太平洋西部的珊瑚礁海域，本種在國家公園海
           域分佈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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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韌鞭珊瑚
Ellisella robusta (Simpson)　 鞭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呈灌木叢狀，主幹和分枝皆呈圓柱形。珊瑚蟲白色，
           八隻觸手非常明顯，珊瑚蟲的骨針分佈密集，在頂部形成八
           個裂片；萼鞘和骨骼均為磚紅色，骨針則為淡黃或黃褐色。
〔習性〕：通常分佈在鄰近沙底的礁石崖壁底部或斜坡上，以水深15公
           尺以下的隱蔽處較常見。
〔分佈〕：西太平洋的暖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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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扇珊瑚 fan coral
Melithaea ochracea Linnaeus 扇珊瑚科

〔特徵〕：群體的分枝通常在一平面上，分枝源自節間，大部份呈兩叉
           分枝，少數有一個以上的分枝。節呈圓球形，節間為圓柱形
          ，共肉組織薄，珊瑚蟲常分佈在扇面的單側，呈黃色，中軸
           骨骼呈紅色。
〔習性〕：通常附著在礁石崖壁的側面，以群體的腹面面對海流，自水
           深4∼20公尺，皆可發現。
〔分佈〕：澳洲、菲律賓、新加坡、台灣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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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柳珊瑚
Siphonogorgia sp.     管柳珊瑚科

〔特徵〕：珊瑚體的分枝呈灌木叢狀，主軸和支幹的分界不明顯，珊瑚
           蟲密佈於分枝上，呈細管狀，具有八隻羽狀觸手，小分枝也
           呈管狀，骨針成簇分佈於其表面，清晰可見。
〔習性〕：通常生長在珊瑚礁的洞穴中或崖壁下，群體具有鮮艷的顏色
           和美麗的外觀。
〔分佈〕：零星分佈於印度、太平洋的暖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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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珊瑚
Antipathes sp. 黑珊瑚科

〔特徵〕：黑珊瑚屬於六放珊瑚亞網的黑珊瑚目，群體具有黑色的中軸
           骨骼，分枝密集，分佈不規則，形狀像樹木，因此又稱為海
           樹或海松。珊瑚蟲呈黃綠色，密佈於分枝上。
〔習性〕：通常生長在較陰暗、隱蔽的礁石崖壁底部附近，以水深20公
           尺以下較常見。
〔分佈〕：西太平洋的暖水域，墾丁國家公園海域並不常見。



附錄一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珊瑚種類目錄

Class ANTHOZOA珊瑚蟲網
Subclass Hexacorallia六放珊瑚亞網
Order Scleractinia石珊瑚目
Family ACROPORIDAE軸孔珊瑚科
Acropora ( Isopora ) palifera ( Lamarck ) 籬枝軸孔珊瑚
A. ( I. ) cuneata ( Dana) 楔形軸孔珊瑚
A. (Acropora. ) humilis ( Dana) 趾軸孔珊瑚 (p.29)
A. (A. ) gemmifera ( Brook) 芽枝軸孔珊瑚
A. (A. ) monticulosa ( Brugemann ) 巨錐軸孔珊瑚
A. (A. ) digitifera ( Dana ) 指軸孔珊瑚
A. (A. ) glauca ( Brook ) 板葉軸孔珊瑚
A. (A. ) robusta ( Dana ) 強壯軸孔珊瑚
A. (A. ) palmerae  ( Wells ) 匍匐軸孔珊瑚
A. (A. ) nobilis ( Dana )高貴軸孔珊瑚
A. (A. ) grandis ( Brook ) 巨枝軸孔珊瑚
A. (A. ) formosa ( Dana ) 美麗軸孔珊瑚(p.30 )
A. (A. ) valenceinnesi ( Edwards & Haime ) 華倫軸孔珊瑚
A. (A. ) microphthalma ( Verrill ) 花托軸孔珊瑚
A. (A. ) aspera ( Dana ) 矛枝軸孔珊瑚
A. (A. ) pulchra ( Brook ) 華麗軸孔珊瑚
A. (A. ) millepora ( Ehrenberg ) 千孔軸孔珊瑚
A. (A. ) tenuis ( Dana ) 柔枝軸孔珊瑚
A. (A. ) dendrum ( Bassett-Smith ) 樹形軸孔珊瑚
A. (A. ) selago ( Studer ) 網形軸孔珊瑚
A. (A. ) cytherea ( Dana ) 輻板軸孔珊瑚
A. (A. ) microclados ( Ehrenberg ) 灌叢軸孔珊瑚
A. (A. ) hyacinthus ( Dana )桌形軸孔珊瑚 (p.31)
A. (A. ) anthocercis ( Brook ) 叉角軸孔珊瑚
A. (A. ) latistella ( Brook )盤枝軸孔珊瑚(p.32)
A. (A. ) studeri ( Brook )司徒軸孔珊瑚
A. (A. ) nana ( Studer ) 細枝軸孔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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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zurea Veron & Wallace天藍軸孔珊瑚
A. (A.) cerealis (Dana) 黍軸孔珊瑚
A. (A.) nasuta (Dana)  鼻形軸孔珊瑚
A. (A.) secale (Studer) 穗枝軸孔珊瑚
A. (A.) valida (Dana)變異軸孔珊瑚
A. (A.) clathrata (Brook) 方格軸孔珊瑚
A. (A.) divaricata (Dana)叉枝軸孔珊瑚
A. (A.) florida (Dana) 佛州軸孔珊瑚
Astreopora myriophthalma (Lamarck) 蜂巢星孔珊瑚
A. listeri Bernard 潛伏星孔珊瑚
A. gracilis Bernard 疣星孔珊瑚
A. moretonensis  Veron & Wallace 默彌敦星孔珊瑚
A. randalli Lamberts 藍德爾星孔珊瑚
Montipora monasteriata (Forskal) 突星表孔珊瑚
M. tuberculosa (Lamarck) 結節表孔珊瑚
M. peltiformis Bernard 翼形表孔珊瑚
M. turgescens Bernard膨脹表孔珊瑚
M. spumosa ( Lamarck ) 泡沫表孔珊瑚
M. undata  Bernard 波形表孔珊瑚 ( P.34)
M. verrucosa ( Lamarck ) 疣表孔珊瑚(p.35)
M. foveolata ( Dana ) 窪孔表孔珊瑚
M. venosa ( Ehrenberg )脈結表孔珊瑚
M. angulata ( Lamarck )角枝表孔珊瑚
M. digitata ( Dana ) 指表孔珊瑚
M. hispida ( Dana) 鬃棘表孔珊瑚
M. efflorescens Bernard斑疹表孔珊瑚
M. nodosa ( Dana )柱節表孔珊瑚
M. grisea Bernard青灰表孔珊瑚
M. stellata Bernard星枝表孔珊瑚 (P.36)
M. informis Bernard變形表孔珊瑚
M. foliosa  (Pallas)葉形表孔珊瑚(p.33)
M. aequituberculata Bernard癭葉表孔珊瑚
M. ehrenbergi Bernard艾氏表孔珊瑚



 M. marshallensis Wells馬紹爾表孔珊瑚
 M. lichen  Dana地衣表孔珊瑚
Family  THAMNASTERIIDAE聯星珊瑚科
 Psammocora profundacellar  Gardiner深紋沙珊瑚
 P. digitata  Edwards & Haime指沙珊瑚
 P. contigua  ( Esper ) 連續沙珊瑚
Family  ASTROCOENIIDAE星珊瑚科
 Stylocoeniella armata  Ehrenberg 柱形合星珊瑚
 S. quentheri  Bassett-Smith變形合星珊瑚
Family  POCILLOPORIDAE鹿角珊瑚科
 Pocillopora damicornis  Linnaeus細枝鹿角珊瑚
 P. eydouxi  Edwards & Haime 巨枝鹿角珊瑚(P.37)
 P. meandrina  ( Dana ) 紋形鹿角珊瑚
 P. setchelli  Hoffmeister密集鹿角珊瑚
 P. verrucosa Ellis & Solander疣鹿角珊瑚(P.38)
 P. woodjonesi Vaughan伍氏鹿角珊瑚
 Seriatopora caliendrum  Ehrenberg 鈍枝列孔珊瑚
 S. hystrix  Dana尖枝列孔珊瑚(p.40)
 Stylophora  pistillata  ( Esper ) 萼桂珊瑚(P.39)
Family AGARICIIDAE 蓮珊瑚科
 Pavona clavus  ( Dana ) 柱形雀屏珊瑚
 P. divaricata  Lamarck叉狀雀屏珊瑚
 P. decussata  Dana 板葉雀屏珊瑚
 P. cactus  ( Forskal ) 繡球雀屏珊瑚
 P. maldivensis  ( Gardiner ) 馬島雀屏珊瑚
 P. varians  Verrill 變形雀屏珊瑚(P.41)
 P. venosa  ( Ehrenberg) 脈結雀屏珊瑚
 Gardineroseris  planulata  ( Dana ) 加德紋珊瑚
 Leptoseris  hawaiiensis  Vaughan 夏威夷柔紋珊瑚
 L. incrustans  ( Quelch ) 殼狀柔紋珊瑚
 L. explanata  Yabe & Sugiyama環柔紋珊瑚
 L. yabei  ( Pillai & Scheer )葉形柔紋珊瑚
 L. tenuis Van der Horst耳形柔紋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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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loseris mayeri  Vaughan 正腔紋珊瑚
Pachyseris rugosa   ( Lamarck) 異波紋珊瑚
P. speciosa (Dana) 環波文珊瑚(p.42)
Family FUNGIIDAE 蕈珊瑚科
Fungia ( Cycloseris ) costulata  ( Ortmann )直助圓珊瑚
F. (C.) patelliformis  ( Boschma )錢幣圓珊瑚
F.  (C.) somervillei ( Gardiner ) 索氏圓珊瑚
F.  (C.) sinensis  Edwards & Haime中國圓珊瑚
F.  (C.) fragilis ( Alcock ) 佛氏圓珊瑚(p.43)
Ctenactis echinata ( pallas )棘蕈珊瑚
F.  (Danafungia ) danai  Edwards & Haime刺蝟蕈珊瑚
F.  (D.) scruposa   Klunzinger錐形蕈珊瑚
F.  (D.) corona   Doderlein 冠蕈珊瑚
F.  (Verrillofungia ) repanda   Dana盤狀蕈珊瑚
F.  (V.) concinna  Verrill 和諧蕈珊瑚
F.  (Wellsofungia ) granulosa  Klunzinger顆粒蕈珊瑚
F.  (Pleuractis ) moluccensis  Van der Horst
F.  (P.) paumotensis  Stutchbury笏蕈珊瑚
F.  (Lobactis ) scutaria  Lamarck元寶蕈珊瑚(p.44)
Herpolitha limax  ( Hottuyn )蛞蝓匐石珊瑚(p.45)
Polyphyllia talpina  ( Lamarck )多葉珊瑚
Sandalolitha robusta  ( Quelch )強壯屣珊瑚
Halomitra pileus  ( Linnaeus )鐘形珊瑚
Lithophyllon undulatum  ( Rehberg )靈芝珊瑚
Podabacia crustacea  ( Pallas )殼形足柄珊瑚(p.46)
Family PORITIDAE孔珊瑚科
Alveopora verrilliana Dana佛氏汽孔珊瑚
A. fenestrate (Lamarck )窗形汽孔珊瑚
A. spongiosa Dana海綿汽孔珊瑚
Goniopora lobata Edwards & Haime團塊管孔珊瑚
G. djiboutiensis Vaughan大管孔珊瑚(p.47)
G. minor Clossland小管孔珊瑚
G. stuchburyi Wells 平滑管孔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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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enelea (Quelch)角管孔珊瑚
 Porites (Porites ) australiensis Vaughan澳洲微孔珊瑚
 P.  (P.) solida ( Forskal )堅實微孔珊瑚
 P.  (P.) murrayensis  Vaughan莫氏微孔珊瑚
 P.  (P.) lichen  Dana地衣微孔珊瑚
 P.  (P.) lobata  Dana團塊微孔珊瑚
 P.  (P.) lutea  Edwards & Haime鐘形微孔珊瑚 (P.48)
 P.  (P.) cylindrica  Dana柱微孔珊瑚
 P.  (P.) nigrescens  Dana歧枝微孔珊瑚( P.49)
 P.  (P.) tenuis  Verrill微弱微孔珊瑚
 P.  (P.) annae  Crossland疣微孔珊瑚
 P.  (P.) stephensoni Crosslind史提芬微孔珊瑚
 P.  (Synaraea ) rus ( Forskal) 聯合微孔珊瑚
Family FAVIIDAE菊珊瑚科
 Cyphastrea chalcidicum  ( Forskal)錐突細菊珊瑚
 C.  microphthalma ( Lamarck ) 小葉細菊珊瑚
 C.  serailia ( Forskal )砂細菊珊瑚
 Caulastrea furcata Dana叉枝幹星珊瑚
 Diploastrea heliopora (Lamarck ) 同雙星珊瑚 ( p.50)
 Echinopora lamellose ( Esper )片棘孔珊瑚
 Favia favus ( Forskal ) 正菊珊瑚
 F.  pallida ( Dana ) 圈紋菊珊瑚
 F.  rottumana  ( Gardiner ) 羅氏菊珊瑚
 F.  speciosa  ( Dana ) 環菊珊瑚(p.51)
 F.  stelligera  ( Dana ) 小菊珊瑚
 F.  laxa  ( Klunzinger ) 疏菊珊瑚
 F.  maxima  Veron Pichon & Wijsman-Best大菊珊瑚(p.52)
 Favites abdita ( Ellis & Solander ) 隱藏角菊珊瑚
 F.  chinensis ( Verrill ) 中國角菊珊瑚
 F.  complanata ( Ehrenberg ) 板葉角菊珊瑚
 F.  rotundata  Veron圓形角菊珊瑚
 F.  flexuosa ( Dana ) 柔角菊珊瑚 (p.53)
 F.  halicora  ( Ehrenberg ) 實心角菊珊瑚



 F.  pentagona ( Esper ) 五邊角菊珊瑚
 Barabattoia amicorum  ( Edwards and Haime ) 和平芭蘿珊瑚
 Montastrea valenciennesi  ( Edwards & Haime )華倫圓菊珊瑚
 M.  curta  ( Dana ) 簡短圓菊珊瑚
 Goniastrea australiensis  ( Edwards & Haime ) 澳洲角星珊瑚
 G. edwardsi   Chevalier艾氏角星珊瑚
 G.  aspera  ( Verrill ) 粗糙角星珊瑚
 G.  pectinata  ( Ehrenberg ) 翼形角星珊瑚
 G.  retiformis  ( Lamarck ) 網狀角星珊瑚
 Hydnophora exesa  ( Pallas )大碓珊瑚(p.55)
 H.  microconos  ( Lamarck ) 小碓珊瑚
 H.  rigida  ( Dana )細枝碓珊瑚
 Leptoria phrygia  ( Ellis & Solander )密集迷紋珊瑚(P.56)
 Oulophyllia crispa ( Lamarck )卷曲耳紋珊瑚
 Platygyra astreiformis ( Edwards & Haime )星形腦紋珊瑚
 P.  pini Chevalier小腦紋珊瑚
 P.  lamellina  ( Ehrenberg )片腦紋珊瑚(p.57)
 P.  sinensis (Edwards & Haime)中國腦紋珊瑚
 Plesiastrea versipora (Lamarck ) 圓滿天星珊瑚 ( p.58 )
Family OCULINIDAE目珊瑚科
 Galaxea fascicularis (linnaeus )叢生棘杯珊瑚( p.59 )
 G. cf. astreata (lamarck )星形棘杯珊瑚
Family MERULINIDAE繩紋珊瑚科
 Merulina ampliata ( Ellis and Solander)片繩紋珊瑚(P.60)
 Scapophyllia cylindrica ( Edwards and Haime ) 紋柱珊瑚
Family PECTINIIDAE 梳狀珊瑚科
 Echinophyllia aspera ( Ellis and Solander ) 粗糙棘葉珊瑚
 Oxypora lacera ( Verrill ) 網銳孔珊瑚
 O.glabra Nemenzo (Verrill) 平滑銳孔珊瑚
 Mycedium elephantotus ( Pallas ) 斜花珊瑚 ( p.61 )
 Pectinia lactuca ( Pallas ) 蒿苣梳珊瑚 (p.62)
 P. paeonia ( Dana ) 牡丹梳珊瑚
Family MUSSIDAE 苔珊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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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stomussa sp. 棘菊珊瑚
 Scolymia cf. vitiensis Bruggemann 葡萄薊珊瑚
 Acanthastrea echinata ( Dana) 大棘星珊瑚
 A. hillae Wells 丘形棘星珊瑚
 Lobophyllia hemprichii ( Ehrenberg ) 聯合瓣葉珊瑚 (p.63 )
 L. corymbosa ( Forskal ) 束瓣葉珊瑚
 L. hataii Yabe, Sugiyama and Eguchi 盔瓣葉珊瑚
 Symphyllia recta  ( Dana ) 直紋合葉珊瑚 (p.64)
 S. radians Eswards and Haime 輻紋合葉珊瑚(.66)
 S. agaricia Edwards and Haime 蓮合葉珊瑚(p.65)
 S. cf. valenciennesii Edwards and Haime 華倫合葉珊瑚
Family CARYOPHYLLIIDAE 葵珊瑚科
 Euphyllia ( Euphyllia ) glabrescens Cham. and Eysen. 
 束形真葉珊瑚(p.67)
 E. (E.) cristata Chevalier 聯合真葉珊瑚
 E. ( Fimbryaphyllia ) ancora eron and Pichon 腎形真葉珊瑚 
 Plerogyra sinuosa ( Dana ) 卷曲氣泡珊瑚
Family DENDROPHYLLIIDAE 樹珊瑚科
 Turbinaria peltata (Esper )盾形笠珊瑚( p.69 )
 T. frondens (Dana ) 葉形笠珊瑚
 T. mesenterina ( Lamarck ) 膜形笠珊瑚 ( p.70 )
 T. reniformis Bernard 腎形笠珊瑚
 T. immersa Yabe and Sugiyama 隱藏笠珊瑚
 Tubastraea aurea Quoy and Gaimard 圓管星珊瑚 ( p.71 )
 Dendrophyllia micranthus ( Ehrenberg ) 黑樹珊瑚
Subclass Octocorallia 八放珊瑚亞網
Order STOLONIFERA 匐根珊瑚目
Family TUBIPORIDAE 笙珊瑚科
 Tubipora musica Linnaeus 笙珊瑚 ( p.75 )
Family CLAVULARIIDAE 羽珊瑚科
 Clavularia Viridis Quoy and Gaimard 羽珊瑚 ( p.77 )
Order COENOTHECALIA 藍珊瑚目
 Heliopora coerulea ( Pallas ) 藍珊瑚 ( p.76 )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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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ALCYONACEA 軟珊瑚目
Family XENIIDAE傘軟珊瑚科
Anthelia formosana Ufinomi台灣輪軟珊瑚
Xenia sp.傘軟珊瑚
Family ASTEROSPICULARIIDAE星形軟珊瑚科
Asterospicularia laurae Utinomi星形軟珊瑚
Family NIDALIIDAE巢軟珊瑚科
Siphonogorgia sp.管柳珊瑚( p.86 )
Family NEPHTHEIDAE穗軟珊瑚科
Nephthea chabroli Audouin 白穗軟珊瑚( p.81 )
N. erecta Kukenthal 直立穗軟珊瑚
Spongodes ( = Dendronephthya ) gigantea ( Verrill ) 
巨大棘穗軟珊瑚
S. kluzingeri ( Studer )孔氏棘穗軟珊瑚
Family ALCYONIIDAE軟珊瑚科
Alcyonium gracillium Kukenthal 疣冠軟珊瑚
Cladiella sp.瘤軟珊瑚
Sarcophyton cornispiculatum Verseveldt角棘肉軟珊瑚
S. crassocaule Moser肥厚肉軟珊瑚(p.79)
S. ehrenbergi Von  Marenzeller 杯形肉軟珊瑚
S. glaucum ( Quoy and Gaimard )藍綠肉軟珊瑚
S. stellatum Kukenthal 星形肉軟珊瑚
S. trocheliophorum Von Marenzeller 花環肉軟珊瑚(P.78)
Lobophytum altum Tixier-Durivault輻葉軟珊瑚
L. mirabile Tixier-Durivault聚集葉形軟珊瑚
L. pauciflorum ( Ehrenberg )簡單葉形軟珊瑚(p.80)
L. sarcophytoides Moser 肉質葉形軟珊瑚(p,81)
L. solidum Tixier-Durivault實葉形軟珊瑚
L. strictum Tixier-Durivault小葉形軟珊瑚
Sinularia compacta Tixier-Durivault聯合指形軟珊瑚
S. densa ( Whitelegge )密集指形軟珊瑚
S. exilis Tixier-Durivault分離指形軟珊瑚
S. facile Tixier-Duriavult簡易指形軟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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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flexibilis ( Quoy and Gaimard )柔軟指形軟珊瑚 ( p.82 )
S. gibberosa Tixier-Durivault脈指形軟珊瑚
S. grandilobata Verseveldt巨指形軟珊瑚
S. granosa Tixier-Durivault顆粒指形軟珊瑚
S. halversoni Verseveldt哈氏指形軟珊瑚
S. inexplicita Tixier-Durivault混淆指形軟珊瑚
S. lochmodes Kolonko叢指形軟珊瑚
S. mollis Kolonko肉指形軟珊瑚
S. muralis May緣葉指形軟珊瑚            
S. numerosa Tixier-Duriavult聚集指形軟珊瑚
S. pavida Tixier-Duriavult冠指形軟珊瑚 (p.83)
S. polydactyla (Ehreberg )多指形軟珊瑚
S. scabra Tixier-Durivault鱗指形軟珊瑚

Order Gorgonacea 柳珊瑚目
Suborder Scleraxonia骨軸亞目
Family Anthothelidae花頭珊瑚科
Solenocaulon chinense Kukenthal 中國管莖珊瑚
Family Subergorgiidae軟柳珊瑚科
Subergorgia mollis Nutting網扇軟柳珊瑚
S. rubra Thomson and Hendersen紅扇軟柳珊瑚
S. suberosa Pallas 軟木軟柳珊瑚
Family Melithaeidae扇珊瑚科
Mopsella aurantia ( Esper )橙火炬珊瑚
Melithaea ochracea ( Linn. )紅扇珊瑚 (p.88)
Suborder Holoaxonia 全軸亞目
Family Acanthigorgiidae棘柳珊瑚科
Acanthigorgia vegae Aurivillus星棘柳珊瑚
Acalycigorgia sp. 1筒萼珊瑚
Acalycigorgia sp. 2筒萼珊瑚2
Muricella grandis Nutting 深紫紅珊瑚
Muricella sp.   
Family Plexauridae網柳珊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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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byce indica Thomson 橙鈍角珊瑚
Echinogorgia flora Nutting花刺柳珊瑚
Echinogorgia sp.刺柳珊瑚
Family Gorgoniidae柳珊瑚科
Hicksonella princeps Nutting根葉希氏珊瑚
Rumphella antipathes Nutting灌叢柳珊瑚
Family Ellisellidae鞭珊瑚科
Ellisella maculata Studer絲鞭珊瑚
Ellisella robusta Simpson強韌鞭珊瑚( p.87 )
Ellisella sp.鞭珊瑚之一種
Junceella fragillis Ridley白蘆莖珊瑚 ( p.86 )
Junceella gemmaces M. Edwards & Haime芽蘆莖珊瑚
Junceella juncea ( Pallas )紅蘆莖珊瑚
Verrucella umbraculum ( Ellis & Solander )網傘疣珊瑚

Class HYDROZOA 水螅蟲網
Order HYDROCORALLIA水螅珊瑚科
Family MILLEPORIDAE千孔珊瑚科
Millepora platyphylla G. and E. 板葉千孔珊瑚( p.72 )
M. dichotoma Forskal兩叉千孔珊瑚
M. tenera Boschma板枝千孔珊瑚
M. murrayi Quelch柔枝千孔珊瑚
M. intricate Edwards and Haime糾結千孔珊瑚 ( p.73 )
M. foveolata Crossland窩形千孔珊瑚
M. tuberosa Boschma球突千孔珊瑚
Family STYLASTERIDAE柱星珊瑚科
Stylaster cf. gracilis Edwards and Haime疣柱星珊瑚
S. elegans Verrill 美麗柱星珊瑚( p.74 )
Allopora scabiosa ( Broch )異孔珊瑚
Distichopora violacea ( Pallas )紫側孔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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